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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 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破难攻坚黄岩狮 裂变发展新跨越

本报讯（记者 杨丽娜） 3月 15
日上午，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
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蔡康，
副主任张建新、胡齐乾、葛久通、冯继
敏、钟滨、施佩斌出席会议；副区长车
献晨列席会议；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严钢，区政协副主席章永良应邀参加
会议。

会议审议决定了有关人事任免事
项；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黄
岩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情况的报告；
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了
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授予杨贵庆

“黄岩区荣誉市民”称号的议案；审议
通过了黄岩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
人员调整名单；举行了部分新任命人
员宪法宣誓仪式。

针对全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会
议指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关系群众
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近年来，我区
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着
力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有效
保护了市民的身体健康。下阶段亟须
加强疾控机构基础设施及人才队伍建
设，逐步构建布局合理、服务功能健
全、人员素质较高、运行机制科学、群
众更加满意的疾控体系。

针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会
议指出，要强化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垃
圾分类体制机制建设，形成政府推动、
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
分类制度；要加强垃圾处理工艺的研
究、开发和建设，从技术上实现垃圾减
量化和垃圾资源化；要压实责任，扎实
举措，使这项民心工程坚持下去并越
做越好。

本报讯 （通讯员 季中奎） 近
日，高桥街道组织开展解放思想大讨
论活动，各机关干部按照职责分工，
认真对照“五比五看”要求，坚持“三
个结合”，紧扣“五个自问”，围绕“十
三五”期间高桥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动员辖区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
想、更新观念，拓宽视野、创新思路，
振奋精神、激发干劲，全力加快绿色
人文小镇建设。

在认真分析、深入讨论的基础上，
该街道进一步明确学习标杆，提出追
赶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争先进位措
施，通过提升服务水平，营造良好营商
氛围，全力以赴推进重点工程再攻坚，

发展环境再优化，能力素质再提升，实
现高桥在新一轮发展中赶超进位，拉
近与标杆乡镇的差距。

为把大讨论梳理的问题清单整改
落实到位，街道迅速行动，各机关干部
奔赴各个分管重点项目一线，以“妈妈
式”服务推进项目建设，将一个个难题
破解在现场。针对美丽乡村建设存在
的短板，街道党工委负责人身体力行，
带领工作人员来到瓦瓷窑村，现场解
决美丽乡村精品村创建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加速推进永丰河生态绿廊改造，
全力打造一条生态文明和现代文明相
结合、富有时代气息的河道，提升高桥
发展品质。

3月15日，澄江街道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清河、净河、美河”活动。三十多名
志愿者分组对辖区内的河道、公路沿线上的垃圾进行清理，并统一把分类分装的
垃圾运到垃圾池进行处理。

本报记者 孙韵茜 通讯员 叶玲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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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以大讨论推动人文小镇建设

对照问题清单补发展短板

本报讯（记者 蔡超逸） 3月 14
日，记者从区消安委获悉，今年我区
计划在全区范围内建设 7200套电动
自行车智能充电桩，进一步消除电动
自行车充电时的消防安全隐患。

在新前街道七里王村的一处出
租房停车库内，租客王泽云按照智能
充电终端操作说明，为自己的电动车
充电，简易的操作流程让他感触颇
深：“以前在屋内充电十分不方便，
将电线拉出来充电也不安全，自从安
装了智能充电桩后，电动车充满电后
会自动断电，我们晚上睡觉也踏实
了。”记者了解到，该处电动自行车
智能充电桩于今年 1 月份建成并投
入使用，可同时满足 10 辆电动自行
车充电需求，解决了租客“充电难”
的问题。

不光社区、村居内安装了智能充
电桩，部分企业也陆续跟上“潮流”，
纷纷安装电动车智能充电桩。在新前

工业园区上班的李小娟开心地说：
“有了规范的充电桩，我们这些大老
远骑电动车上班的人，再也不用担心
电动车没电回不了家。”

区消安委办常务副主任张仁勇
介绍，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桩的建设
地点还需要符合一定的标准，3人以
上居住出租房要按承租人数与充电
桩插座数 2：1 的比例建设智能充电
桩；企业员工数量在 30 人以上要按
4：1建设；居住小区则按照 20：1的比
例尽可能多建设电动自行车停放区
和智能充电桩；商场、超市、专业市场
等则根据人流量合理布局，足量建
设。

“之前由于没有专业的停车充
电场所，市民私拉电线、过度充电等
问题较为突出，也容易引发火灾，使
用智能充电桩后，除了能防火断电，
还能远程报警，可有效减少火灾事
故的发生。”张仁勇说，“接下来我们

要在 4 月底前完成安装总数的 50%
以上，到 9月底充电桩全部建成，实

现全区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桩全覆
盖。”

我区今年将建7200套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桩

本报讯（记者 王佳阳）“家里
的东西都搬得差不多了，以后有什么
困难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3月 15
日，北洋镇党委委员林阳再一次来到
乌岩村村民郑明喜的家里，做最后一
次动员。

郑明喜的房子位于北洋镇乌岩
村山下街，是朱溪水库工程黄岩段输
水管线的必经之地，因项目推进需要
必须拆除郑明喜的房屋。“由于乌岩
村是水库移民村，村民无生产资料，

村庄也没有相关规划，按照政策涉拆
村民只能享受货币安置。”林阳说，

“因为存在各种顾虑，老郑一直没有
签约。”考虑到郑明喜的实际情况，工
作组多方动员，三番五次轮流来到郑
明喜家，一遍又一遍地讲解政策，一
次又一次地帮助老郑算清“拆迁账”。
同时协调各方利益，在政策允许范围
内，最大限度争取利益。

看到镇、村两级干部为了自己的
事日夜奔波，他们的工作态度、服务热

情也慢慢感化了郑明喜，他的态度从
最开始的强硬逐渐软化。“干部们都来
我家走了十几次，我也不好意思了，现
在想想货币安置也行，毕竟儿子也留
在杭州了。”郑明喜说，“修水利是惠及
千家万户的事情，我肯定要支持，如果
因为我的坚持拖慢了整个工程进度，
那我也没法跟大家交待。”3月9日，郑
明喜终于同意签订拆迁协议。

据悉，朱溪水库工程是国务院
“十三五”国家战略百大工程项目和

浙江省“五水共治”十大枢纽工程。其
中，北洋段总长2874米，沿途需征用、
租用土地二百多亩。自项目启动以
来，北洋镇发动沿线村“两委”干部一
起走村入户，为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和
连贯性，采用了逐村逐户推进的工作
方法。截至目前，项目涉及的政策处
理全面完成。

“下阶段，我们将着手房屋拆除
工作，预计六七月份施工队就可以进
场施工。”林阳说。

北洋：朱溪水库工程黄岩段输水系统政策处理全面完成

能防火断电还能远程报警

区十三届二次党代会提出要大
力度推进精准扶贫，深化“百企帮百
村”活动。紧扣区委在扶贫工作上的
部署，黄岩农村合作银行主动推行灵
活放贷，以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
着力点，推行个人小贷和大户带动等
多种放贷模式，努力把精准扶贫专项
贷款用在“刀刃”上，以强大的金融支
撑撬动扶贫攻坚，带动贫困户增收，
推进乡村振兴。

专项扶贫 信贷投放持续发力

宁溪镇炭场头村村民王玲花由
于家里三年前的变故，家中突然断了
经济来源，就连先前盖好的三层楼房
的尾款也未结清。了解王玲花的情况
后，黄岩农合行主动向她发放了10万
元的扶贫贷款，建议她经营小店，增
加收入。“真没想到在我最困难的时

候，农合行能给我放贷，让我有能力
承租店面，真的太感谢了！”王玲花激
动地说。

除帮扶王玲花这样的困难户之
外，农合行还倾力帮扶经济薄弱村。
今年春节期间，该行工作人员再次来
到结对帮扶的经济薄弱村——富山
乡外坦村、西岩村等开展走访慰问，
了解村里今年的产业发展及扶贫成
效，提出具体建议和措施，并鼓励村

“两委”干部要坚定脱贫致富的信心
和决心，抓住精准扶贫的良好机遇，
早日实现脱贫致富。

针对我区“农业外拓”的实际，该
行以 4万多瓜农为服务对象，量身定
制推广“乡情通”贷款，着力解决广大
瓜农“创业地难贷款、居住地贷款难”
的两难境地。截至 2017 年末，共为
5224户瓜农发放贷款 5.36亿元。“通

过这些年的金融扶持，西部群众的腰
包普遍鼓了起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房子建起来，还建得很漂亮。”黄岩农
合行董事长罗洋明说。

围绕我区攻坚扶贫的总体规划，
该行整合资源，深入实施小额低息、
贴息贷款、创业贷款、失土农民养老
保险贷款、水库移民贷款等专项扶贫
模式。截至去年年末，该行已为 3761
户建档立卡的低收入农户贷款36619
万元，较去年年初增加 4732万元，增
幅14.84%。

服务至上 支农缓困精准帮扶

3 月 6 日，在平田乡东溪村的南
方大樱桃基地里，黄岩田野果蔬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张黎友正在检查滴管
装置，80亩的栽培基地在他的打理下
初具规模。“我们等了五年的成长期，

期间基本没有收益，去年第一批挂
果，我们就卖了5万元，这增加了我们
的信心。”张黎友告诉记者，他在几年
前看到南方大樱桃在市场上的前景，
马上开始建园引种，但由于资金的限
制，基地建设进度缓慢。

对此，该行充分发挥金融优化资
源配置作用，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行
专项贷款。“除了给合作社增加贷款额
度，降低利率等外，我们还经常去实地
走访，帮农民一起想办法解决实际问
题。”该行业务部总经理李军华说，“先
前基地内的配套设施都不完善，我们
建议安装滴管并实行大棚栽培，从目
前情况来看，未来的收益将非常可
观。”李军华表示会继续加大对该合作
社的扶持力度，帮助争取相关金融政
策，保障该农业项目顺利推进。

（下转B版）

■本报记者 蔡超逸

以强大金融支撑撬动扶贫攻坚
黄岩农合行当好扶持“三农”生力军


